七
十八歲的郭先生，年前
在政府醫院已確診肺纖

仍然有氣喘。我向醫生報告

病情，並呈上父親的肺掃描

時改為每次服兩粒，每日三次；
最後一個月覆診改為每次服三粒

片。醫生從臨牀病徵加上肺

掃描判斷，父親的肺功能大

每日三次。
即是第三個月開始，每天要

到很煩厭。而最大問題是，服了

幫助父親，有沒有其他藥物

我問醫生有甚麼方法可

林頌眉醫生說，香港大約
有數百名肺纖維化病人，大
部分人在五十歲後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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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化，需要長期服藥，然而服藥
多個月後，他氣喘情況愈來愈嚴

「父親在政府醫院做了詳細
此藥後，他的病情好像差了。這

選擇，每天服用量不用那麼

約只剩下四成。

檢查，有驗血，有做掃描，證實
天我送父親到養和見醫生，他已

多呢？

服九粒藥，父親覺得太多了，感

患肺纖維化，但查不出確實原
經是坐在輪椅不用

之後醫生為父親進行檢

查，包括取痰液樣本去化

自己走動，但

制纖維化藥，最初的一個月是

來愈差……」郭先生女兒說。

月控制纖維化藥物，但病情卻愈

染和發炎。所以他雖然服了三個

了有肺纖維化外，肺部一直有感

部有很多細菌，原來父親除

驗。誰知一驗，發現父親肺

政府醫院醫生處方了一種控

因，屬於不明原因類別。

重，於是到養和醫院求醫。

▲

肺纖維化或與吸
煙有關，患者大多
為男士。

每天服一粒，每日三
次；然後第二

肺纖維化並不是常見，一旦病發，肺部功能會一直差下
去，但當發現病症後，就代表無法醫治嗎？病人只能面對肺功能
衰退的命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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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覆診

很多人聽過「纖維化」這
三個字，皮膚纖維化，即是皮膚呈硬、
實、失去彈性；肝纖維化，即是肝臟失去功能。
如果肺部出現纖維化，會有怎樣的後果呢？

療

檔

案

養和
醫

▲

負責治療的養和醫院呼吸系

喪失交換氧氣及
 二氧化碳功能
統科專科醫生林頌眉說，病人雖
然已確診有肺纖維化，但他的病
徵，未必全是由肺纖維化造成，
診症時不可忽略其他原因，這些
原因可以令病情嚴重和反覆。
肺纖維化如何影響病人？林

）。要確診為第一類，必須排
IPF
除其他可能性。

▲

▲

▲

患者覆診時需要
夾手指檢查血液含
氧量。

頌眉醫生說：「正常的肺組織有
彈力、濕潤度高；肺纖維化即是
組織硬化、有痂、失去彈力。情
況就如手部受傷後傷口結痂，疤
痕呈硬硬的感覺一樣。肺組織如
纖維化，即組織已壞死，正常肺
內的肺氣泡有換氣功能，出現纖
維化便失去此功能。」
肺纖維化比率，能否反映失
去肺功能的程度？林醫生說，如
肺纖維化比率高，肺部會縮小，
肺表層沒有氧氣及二氧化碳交

比率，不一定與病人肺功能喪失

第二類是有原因的肺纖維

換，大大喪失肺功能；但纖維化

程度成正比，因為肺部萎縮也大

關，例如類風濕關節炎、紅斑狼

化，最常見是與類風濕疾病有
林醫生說：「肺纖維化病因

瘡，而肌肉問題、發炎等都會導

大減少其功能。

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沒有

簡單來說，即是免疫系統出

致肺纖維化。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原因，即特發性肺纖維化
（

肺部功能是交換氧氣和二氧化碳，
當肺部出現纖維化便影響換氣功能。
健康人士的血液
含氧量應為百分之
九十八或以上，如
只有七十餘，情況
相當差。

錯會產生抗體攻擊身體細胞，肺

部組織在長期受攻擊下長期發

炎，組織被破壞，便容易纖維
化。」

空氣污染、經常吸入不明氣

體、吸入石棉、二氧化硅

）、服食某些藥物例如化
（ Silica
療藥、曾經接受電療、遺傳等都

可能是導致肺纖維化的原因，但
仍待研究確實。

「目前醫學界能掌握的，是

肺纖維化主要是與免疫系統疾病

有關，肺組織長期受攻擊而長期

發炎致纖維化。如偶然一次短時

間的發炎，是不會造成肺纖維化
的。」林醫生說。

日漸嚴重 氣喘才求醫

林醫生說，有些病人在

六 十 、七 十 歲 才 發 現 有 肺 纖 維

化，其實這問題一早出現，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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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纖維化以外，肺部長期受
感染、發炎都會令病情
反覆，故需要取痰液
化驗是否有細菌。
▲

MEDICAL & HEALTH

人屬哪一類肺纖維化。

年，最近感覺到氣喘，情況轉
是追查會否有其他肺部問題，肺

醫生進行各項檢查的目的，

必須治療或控制引致纖維化的病

來病症影響而出現纖維化，所以

剩下的正常肺組織，有機會受原

▲

士的肺功能亦會隨着歲月衰退，

與氧氣機一同生活

差。事實上當病人出現氣喘，肺

容量是否減少，氧氣及二氧化碳

因，挽救餘下正常的肺組織避免

▲

當他們年輕時身體機能尚好而沒
掃描時可能發現部分組織已形成
痂，部分組織被拉扯着。」

肺纖維化病人中，有七成能

部已失去部分換氣功能。

交換功能是否正常，受影響程度

纖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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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現。
肺纖維化病人常見病徵是氣
一般因氣促求醫的病人，醫

查到原因。然而有原因，不代表
可以治癒。林醫生解釋：「第一

促，日常生活的簡單活動例如如
光片，多數

會發現在兩邊肺下葉有陰影。之

是患者年紀大，第二是肺組纖維

生都會安排病人照

當時間才能回氣順下來。患者亦
後會安排病人進行肺掃描和肺功

廁、沐浴時常感到氣促，需要相

會經常乾咳，令人非常困擾。病

肺纖維化病人可能同時有其

等。另外會抽血檢驗，查證是否

感染肺結核病，是其中一
個引致肺長期發炎，之後出
現肺纖維化的原因。林醫生
解釋箇中原因，第一是肺結
核桿菌破壞力高：第二是肺
結核屬慢性發炎病，很多
人感染肺結核桿菌四至六
個月後才發病，加上其破
壞力高，很容易令肺形
成疤痕。「很多長者在
年老時照肺發現有痂，
很大機會是年輕時受肺
結核桿菌感染，長時間
發炎形成。」林說。

他肺病。林醫生說：「很多時纖

3 肺嚴重發炎至有膿，採用長時間口服
或注射式抗生素療程，發炎情況改善緩
慢，治療數星期至數月才痊癒。

患者的肺組織未纖維化前，

2 該位置曾經接受電療，組織受破壞而
纖維化；

與類風濕關節炎有關或因感染而

1 患者曾經有嚴重肺炎，經長時間才復
元；

維化病人亦有支氣管擴張，特別

肺纖維化分為局部纖維化及全肺纖維
化，局部纖維化有以下三個可能性：

都或需接受大劑量類固醇盡快控

肺纖維化與肺結核病有關

成。在綜合所有資料後，評估病

化即已壞死，無法挽救。但他們

能測試。

X

人求醫，大多是已經咳了兩至三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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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曾經患肺結核的病人；吸煙人
▲肺功能測試可以評估肺部功能。

案

養和
醫

肺結核桿菌造成的肺感染屬
慢性感染，此菌非常頑強，
可破壞肺部組織而導致纖
維化。

肺纖維化多發生
在年長人士。

MEDICAL & HEALTH

上海、北京求醫，做了很多檢

「我去過日本、澳門及內地

「目前醫生可以為肺纖維化

查，確定是查不到原因的肺纖維

制炎症，保住未受損的肺。

病人做的是，找出引致肺纖維化

化。服了三年藥，但我覺得病情

肺纖維化病人亦需要檢查血

指肺纖維化是組織生長太多骨膠

的作用是
「 藥 物 Pirfenidone
保守現存的健康肺組織。有研究

，
最近四年有新藥 Nintedanib
可以抑制酵素生長速度，控制纖

染。」林醫生說。

以是其他原因，要排除其他感

喘，不一定是肺纖維化惡化，可

「有肺纖維化病人，如再氣

提升至百分之九十三。

氧量亦由最初的百分之七十五，

的四成，改善至五成五。血液含

生檢查後發現他的肺功能由原來

覆診。而在服藥六個月後，林醫

。
次，每次服用一粒的 Nintedanib
郭先生氣喘改善，毋須坐輪椅來

除積存的痰液。之後處方每天兩

抗生素，並由物理治療師拍肺清

種細菌，林醫生安排他入院吊注

的郭先生，在痰液檢查中發現三

而患肺纖維化多年最近變差

治肺炎 肺功能改善

生。」霍先生說。

病情，轉介我去見風濕科專科醫

林醫生說我需要控制類風濕

多類風濕因子，故服該藥無用。

原因的，驗血報告中發現我有很

後，發現我的肺纖維化不是沒有

來求醫。怎料醫生做詳細檢查

轉差得很快，沒理由如此快，故

原因，加以治療控制，減低其他
肺組織纖維化機會，減慢肺纖維
化的速度。」林說。
如病人氣促很辛苦，醫生會
先安排病人吸氧氣，紓緩症狀。
如病人情況差需要入院，先排除
其他會導致發炎的可能性，當情
況穩定後，醫生會安排物理治療
師教心胸復康運動，教病人氣喘
時如何應付，及日常可進行的帶

含氧量，如含氧量極低及影響日
原（

氧運動讓他們較快回氣。

常生活，就需要租用家居氧氣，

心臟功能受影響，會建議及早用

維化。這藥物較昂貴，每月費用

度。」林說。

）及纖維組織母細胞
collagen

提升血液內含氧量。外出時亦需

），這藥物可以抑制
（ fibroblast
這兩種細胞生長，減慢纖維化速

要攜帶備輕便的氧氣裝置。
「血液含氧量不足會影響心

氧氣。」林醫生說。當病人進入

約四萬港元。林醫生指上述藥

臟功能，很多時影響右心房，如

需要聞氧氣階段，基本上需要終

物，約一半病人有效果。
六十餘歲的霍先生三年前被
確診患肺纖維化，並開始服用
控制病情。最近到養
Nintedanib
和求醫，才發現自己毋須服此
藥。

一般肺纖維化X光
片，花白位置是
纖維化的硬組
織。

身有氧氣機伴隨。

追查病因 對症下藥
林醫生說八年前出現新藥
物，對於沒有原因的肺纖維化，
服用後可以減慢病情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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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需要進行電腦掃描，檢視肺纖維化情況。

1
圖為突發性肺纖
維化的肺X光片。

2

1

